
孫遜 
1980年出⽣於中國遼寧省⾩新市 
⽬前⼯作與⽣活於中國北京

2005    畢業於中國美術學院版畫系，杭州，中國 
2001    畢業於中國美術學院附中，杭州，中國 

2018    亞洲協會未來藝術獎，德⾥，印度 
2017    橘郡美術館藝術家獎，聖安娜，美國 
2014    中國最具影響藝術家第⼋獎項 

    CCAA中國當代藝術獎（最佳年輕藝術家） 
             台灣當代藝術連線（新潮賞） 
             荷蘭烏德勒⽀中央博物館駐場藝術家 
             獲2011/2012 Civitella Ranieri基⾦獎學⾦，Unbria，意⼤利 

 
「通向⼤地的⼜⼀道閃電」，溫哥華美術館，溫哥華，加拿⼤ 

 
「塞上」，孫遜個展（上篇），上海玻璃博物館，上海，中國 
「孫遜」，澳洲當代藝術博物館，澳⼤利亞 
「孫遜：偷時間的⼈」，聖路易斯美術館，美國 

 
「偷時間的⼈」，Sean Kelly畫廊，紐約，紐約州，美國 
「鴟吻之淚」，阿拉⾥奧畫廊，⾸爾，韓國 

  
「宇宙的重構」，2016年愛彼藝術創作委託計劃藝術家，邁阿密海灘，美國 
「讖語實驗室」，余德耀美术馆，上海，中國 
《第⼆共和國》第62屆奧伯豪森國際短⽚電影節 - 藝術家展覽項⽬，VE-REIN 
FUER AKTUELLE KUNST，奧伯豪森，德國 

 
「不設預期」，⾹格納畫廊，新加坡 
「時光草圖」，孫遜電影院駐留項⽬，⾹格納畫廊 ，澤藝影城，杭州，中國 
「莊嚴的影⼦」，華⼈藝術中⼼，曼徹斯特，英國 

 
「時間公園」，Sean Kelly，紐約，美國 
「隱者之書 - 孫遜個展」，⾹格納新加坡，新加坡 
「美麗新世界」，⾺凌畫廊，⾹港，中國 
「昨⽇即明天」，HAYWARD 畫廊，倫敦，英國 

 
「魔術師黨與死烏鴉」，孫遜駐留項⽬，⾹格納北京，北京，中國 

 
「昨夜」，站台中國（⾹港），⾹港，中國 
「平⾏的世界」，A 當代藝術中⼼，成都，中國 
「未定義的⾰命」Collective畫廊，愛丁堡，蘇格蘭，英國 

(學歷) 

(獎項) 

(個展)



「孫遜：沒有意義的註腳」，Wall/Ladder/Machine，紐約，美國 

 
「孫遜：無機的對話」，路易威登中⼭旗艦店，台北，台灣，中國 
「詩歌⼯廠」，Vanguard畫廊，上海，中國 
「數碼新繪第三部曲-主義之外」，I/O畫廊，⾹港，中國 
「主義之外-孫遜個展」，⾹格納北京，北京，中國 

 
「詩歌⼯廠」，荷蘭動畫電影節，中⼼美術館，烏得勒⽀，荷蘭 
「21克」，⺠⽣現代美術館，上海，中國 
「時間的靈魂」，巴塞爾鄉村半州美術館，巴塞爾，瑞⼠ 
「主義之外」，橫濱創意城市中⼼，橫濱，⽇本 

 
「孫遜個展」，ZIAM藝術中⼼，橫濱，⽇本 
「獸兒們」，孫遜個展，Max Protetch畫廊，紐約，美國 
「孫遜：新中國動畫的魔術師」，太平洋電影資料館，加州⼤學伯克萊分校，
美國  
「孫遜：新中國動畫的魔術師」，加州藝術學院，洛杉磯，美國  
「他的故事 - 孫遜個展」，⾹格納H空間，上海，中國 
「⼈⺠共和動物園」，艾塞克斯⼤學畫廊，科爾切斯特，英國 
「休克時光-孫遜」，繪畫中⼼，紐約，美國 

 
「⿊⾊咒語」，站台中國項⽬空間，北京，中國 
「新中國」，翰墨美術館，洛杉機，美國 

 
「異邦」，孫遜個展，⾹格納F空間，上海，中國  

 
「墨城」，⼤館，⾹港 

  
「沒有太陽」，⾺凌畫廊，上海，中國 
「輔路」，⾹格納，上海，中國 

 
「雅巴魯藝術節」，沖繩本島， 北部地域，⽇本 
「中國（西安）⻘年實驗藝術展」，西安美術學院西部美術館，西安，中國 
「Saudade - Irretrievable Place in Time」，復星基⾦會中葡當代藝術⼤展，
⾙拉多收藏博物館，葡萄⽛ 
「無⾃由微笑，勒魯⽡內曼畫廊」，哥倫⽐亞⼤學，紐約，美國 
「詩歌·影像，⽇常之光」，TPM紫麓戲劇空間，南京，中國 
「2018麗⽔國際藝術節」，麗⽔，韓國 
「⽚⾯寓⾔？」，多餘美術館，上海，中國 
「熵 I」，林冠基⾦會，北京，中國 
「閃⽩」，⾹格納北京，北京，中國 
「指南針」，復星基⾦會中葡當代藝術⼤展，復星藝術中⼼，上海，中國 
「千⾥陣雲」，亞洲藝術中的墨，亞洲協會，紐約，美國 
「中國當代藝術年鑒展 2017」，北京⺠⽣現代美術館，北京，中國 
「藝術與煤炭，對詹尼斯·庫內利斯的敬意」，杜伊斯堡當代藝術美術館，杜
伊斯堡，德國 
「在集結」，Chi K  藝術空間，瀋陽，中國 
「⽣活和夢想，⾃1990 年後的中國影像藝術」，THE WALTHER 收藏，新烏爾
姆，德國 
「當代混沌」，維斯特富森美術館，維斯特富森，挪威 
「給觀眾的說明」，北⾸爾美術館，⾸爾，韓國 
「南⽅」，無空間，瀋陽，中國 

(群展)



「沉睡者蘇醒了」，⽩兔中國當代藝術收藏，新南威爾⼠，澳⼤利亞 
2018⾹港巴塞爾藝博會，展位號: 1C ，⾹港會議展覽中⼼，⾹港，中國 
「中國當代影像選⽚」，Cinema Dy-namo，⽇內⽡當代藝術中⼼，瑞⼠ 
「以12⽉12⽇作為理由」，杭州，中國 
「#YOU#ME#OUR SELFIES，平⾏世界2.2」，⾹港視覺藝術中⼼，⾹港，中
國 

 
「之所以為經典」，雅昌藝術中⼼，深圳，中國 
「地標—測繪中國當代藝術」，嘉德藝術中⼼，北京，中國 
「光之現代美」，舊三井家下鴨別邸，京都，⽇本 
「⾯朝⼤海，補時 x 屏幕間」，多餘美術館，深圳，中國 
「叢林III」，尋常，站台中國當代藝術機構，北京，中國 
「當量1862·HBC當代藝術展」，船廠1862，上海，中國 
「安仁雙年展，今⽇之往昔」，安仁，成都，中國 
「未知的未來」，國際視覺藝術實驗展，NIU藝術空間，⽯家莊，中國 
「中國 2185」，賽迪HQ畫廊，倫敦，英國 
「從波普到新媒體」，⾹格納新加坡，新加坡 
「趙洋，劉曉輝，孫遜」，⾹格納畫廊，北京，中國 
「敘事曲—動漫美學當代藝術展」，澳⾨藝術博物館，澳⾨，中國 
「書的故事」，Sean Kelly畫廊，紐約，紐約州，美國 
「SELECTED」，Sean Kelly畫廊，紐約，紐約州，美國 
「中國夏天」，阿斯楚普費恩利現代美術館，奧斯陸，挪威 
「中國，藝術運動」，城堡美術館，安納西，法國 
「孫遜，⾼源，亨利·庫姆斯」，望遠鏡藝術家⼯作室，北京，中國 
「路德與前衛」，藝術家駐留，維滕⾙格，⽼監獄，德國 
「MOVE ON ASIA 」，環形替代空間，⾸爾，韓國 
「平⾏世界 ＃LIKE LIKE」， K  chi 藝術空間， ⾹港，中國 
「羅莎的傷⼝」， 台北當代藝術館，台北，台灣，中國 
「飄渺流雲，霧彩四散（⼆）」，聖⾺可，威尼斯，意⼤利 
「飄渺流雲，霧彩四散」，利物浦，英國 
「看不⾒的城市」，達拉斯當代中⼼和The Crow 亞洲藝術收藏，美國 
「路德和先鋒派」，維滕⾙格的⽼監獄，德國 
「 放映」，⾺凌畫廊，⾹港，中國 

 
「20」，復星藝術中⼼，上海，中國 
「第三屆深圳獨⽴動畫雙年展」，華僑城創意⽂化園 C 空間，深圳，中國 
「HOLZWEGE」，⾹格納，上海，中國 
「今天重做」，上海⺠⽣現代美術館，上海，中國 
「故事新編」，所羅⾨·R·古根海姆美術館，紐約，美國 
「愛之悅-56屆⼗⽉沙⿓」，⾙爾格萊德，塞爾維亞 
「跨越鴻溝，Rosenfeld Porcini」，倫敦，英國 
「不确定的，或者被搁置的...... 」，⾹格納畫廊主空間，上海，中國 
「藝術家群展: 我該如何向你解釋」，⾹格納北京，北京，中國 
「池中有鱷」，11位來⾃⾹格納畫廊的藝術家，Museum Art St. Urban and 
Abbey St. Urban，盧塞恩，瑞⼠ 
「紙上談兵」，佩斯北京，北京，中國 

 
「⾮形象--敘事的運動」，上海⼆⼗⼀世紀⺠⽣美術館，上海，中國 
「動漫美學雙年展 2015-2016」，⼤邱美術館，⼤邱，韓國 
「後印刷- -第⼀屆CAA國際版畫雙年展」，中國美術學院美術館，杭州，中國 
「造動」- 2015亞洲藝術雙年展，國⽴台灣美術館，台中，台灣，中國 
「別有洞天：蝙蝠之旅」，亞洲協會⾹港中⼼，⾹港，中國 
2015 西岸藝術設計博覽會 [展位號 A ]，西岸藝術中⼼，上海，中國 
「異質體：神話、敘事、想像」，深圳e當代美術館，深圳，中國 
「園林異景 ‒ 當代藝術邀請展」，蘇州⾦雞湖美術館，中國 
「紙，⾹格納新加坡」，新加坡 
「CHINA ，萊茵魯爾區中國當代藝術展」，勒姆布魯克博物館，杜伊斯堡，
德國 



 
  邁阿密巴塞爾博覽會2014，展位號 E ，邁阿密海灘，美國 
「未被記錄在冊的，重構當代藝術」，溫哥華美術館，溫哥華，加拿⼤ 
「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 2014」，台北世界貿易中⼼，台灣，中國 
「2014銀屏中國雙年展」，洛杉磯與華盛頓，美國 
「社會⾵景，當代藝術中的『⾵景敘事』」，東湖公園西部保稅中⼼展覽廳，
成都，中國 
「匯聚思想 紛呈世界」 ，⾹格納新加坡，新加坡 
「終極資本是太陽，當代藝術，政治，哲學和科學中的新陳代謝」，NEUE 
GE-SELL      SCHAFT FüR BILDENDE KUNST，柏林，德國 
「CFCCA 流動影院」，倫敦，英國 
「第四屆莫斯科年輕藝術家國際雙年展」，莫斯科博物館，莫斯科，俄羅斯 
 巴塞爾藝術博覽會 2014，展位Hall . ，K ，巴塞爾，瑞⼠ 
「我⼀代: 中國年輕藝術家」，TAMPA美術館及聖彼得堡美術館，佛羅⾥達，
美國 
「Now You See：邁克·雅各布斯收藏中國影像藝術展」，⽩盒⼦藝術中⼼，
紐約 
「天⼈之際: 余德耀藏當代藝術」，余德耀美術館，上海，中國 
 ⾹港巴塞爾藝術展2014，展位號 1D ，⾹港會議展覽中⼼，⾹港，中國 
「⼋種路徑」，藝術在北京，柏林 Uferhallen，德國 
「CCAA中國當代藝術獎⼗五年」，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，上海，中國 
「進⾏時，當代動畫繪畫」，波⿊當代美術館，巴尼亞盧卡，波斯尼亞和⿊塞
哥維那 
「全球化城市，超現實城市」，IVAM，巴倫西亞，西班⽛ 
「星光」，⾹格納畫廊主空間，上海，中國 
「BHAU DAJI LAD博物館影像藝術項⽬」，BHAU DAJI LAD博物館，孟買，印
度 
「動畫雙年展2013-2014：重新發現」，上海當代藝術館，上海，中國 
「傳說/歷史：余德耀現代美術收藏」，余德耀美術館，上海，中國 
「當代中國⽔墨的過去與現在」，美國⼤都會藝術博物館，紐約，美國 
「動畫是⼀層⽪ — 11個藝術家的⼯作案例」，時代．國際單位藝術中⼼，廣
州，中國 

 
「圖像景觀」，⾹格納新加坡，新加坡 
「⽔墨藝術：借古說今中國當代藝術」，⼤都會博物館，紐約 
「歧異花園 - 四⽅當代藝術館開幕展」，四⽅當代藝術館，南京，中國 
「遠處，那束光」，第五屆杭州⻘年影展，清影現代藝術空間，杭州，中國 
「西岸2013建築與當代藝術雙年展」，徐匯濱江，上海，中國 
「雅爾塔年度歐洲戰略會議」，⾥⽡幾亞宮，烏克蘭 
「素描、表達與限度」，南京藝術學院美術館，南京，中國 
「離合器」，⾹格納H空間，上海，中國 
「基本⼯作II」， ⾹格納H空間，上海，中國 
「倉庫總動員，第⼆回」，Vanguard Gallery，上海，中國 
「中國中國」，來⾃中國藝術家的群展，平丘克藝術中⼼，基輔，烏克蘭 
「曲徑通幽」，獨⽴動畫作品展，華僑城當代藝術中⼼上海館，上海，中國 
「基本⼯作」， ⾹格納H空間，上海，中國 
「⾏進中的亞洲，⾛向新藝術網絡 2004-2013」，威靈頓城市美術館，新西蘭 
「2013紀錄⽚雙週：MoMA國際⾮⼩說電影和媒體節」，紐約，美國 
「ON | OFF，中國年輕藝術家的觀念與實踐」，尤倫斯當代藝術中⼼，北京，
中國 
「綠盒⼦，重繪形貌-媒體現實的空間」，杭州天鴻美和院⽂化藝術發展中
⼼，中國 

 
「⾸屆深圳獨⽴動畫雙年展-⼼靈世界：作為虛擬藝術⼯程」，深圳，廣東，
中國 
「旋轉的舞台」，中國當代影像藝術群展，阿拉⾥奧畫廊，天安，韓國 
「2012年Kochi-Muziris印度雙年展」， Kochi-Muziris，印度 
「第7屆亞太地區當代藝術年展」，現代藝術美術館及昆⼠蘭美術館，布⾥斯
本，  澳洲 



「機器⼈會夢⾒電⼦⽺？焦慮時代下的選擇悖論」， Para-Site藝術空間，⾹
港，，中國 
「麗麗皇后的花園，⿃頭、陳曉雲、耿建翌、梁玥、孫遜、楊福東 影像與攝
影」，⾹格納畫廊主空間，上海，中國 
「透視180 - 未完成的國家，中國新影像」，侯斯頓當代藝術博物館， 美國 
「診斷論1：⼤災難」，東⼤⾨設計中⼼，⾸爾，韓國 
「銀幕上的中國雙年展」，洛杉磯與華盛頓，美國 
「第四屆台北當代⽔墨雙年展」台中，桃園，台北，台灣，中國 
「2012台北雙年展」，台北市⽴美術館，台北，台灣，中國 
「D For Drawing」，站台中國（⾹港），⾹港，中國 
「2012利物浦雙年展」，Bluecoat藝術中⼼，利物浦，英國 
「第2屆N分鐘影像藝術節」，上海，中國 
「⾹格納群展，⾹格納畫廊主空間，上海，中國 
「⾸屆CAFAM未來展﹣亞現象-中國⻘年藝術⽣態報告」， 中央美術學院美術
館，北京，中國 
「體檢」，⾹格納北京群展，⾹格納北京，北京，中國 
「雲」，Skissernas博物館，隆德，瑞典 
「新托邦：⼈權之州」，梅赫倫和布魯塞爾，⽐利時 
「劉唯艱，孫遜，周⼦曦-⾹格納群展」，⾹格納畫廊主空間，上海，中國 
「和⽽不同」，五樓藝術空間，廣州，中國 
「轉媒體時尚藝術展」，上海城市雕塑藝術中⼼，上海，中國 
「⾹港國際藝術展- 展位: 3A 」，藝術博覽會⾹港國際會展中⼼，⾹港，中
國 
「亞洲畫廊藝術博覽會，展位--26」，藝術博覽會 上海展覽中⼼中央⼤廳，上
海，中國 
「2012漂流記」， Arko藝術中⼼，⾸爾，韓國 
「開放的肖像」，⺠⽣現代美術館，上海，中國 
「再繪畫」，站台中國，北京，中國 

 
「我們/你們」，117⾥外，深圳，廣東，中國 
「懷疑的⼒量」，時代美術館，廣州，中國 
「在成⻑，環球⾦融中⼼三周年慶典之⾹格納15周年特展」，上海環球⾦融中
⼼，上海 
⾹格納畫廊秋季群展，⾹格納畫廊主空間，上海 
「三個國家三位藝術家」，Hadrien De Montferrand畫廊，北京，中國 
「煉獄」，Lilijevalchs Konsthalli博拉斯現代藝術博物館，斯德哥爾摩，瑞典 
「光譜，當代獨⽴動畫」，A 當代藝術中⼼，成都，中國 
「不可能的宇宙，現在這裡」，Parer Place Urban Screens，布⾥斯本，澳洲 
「破曉」，阿拉⾥奧畫廊（北京），北京，中國 
「破曉」，阿拉⾥奧畫廊，天安，韓國 
「甜美的夢（由此構成）」，Leo Xu Projects，，上海，中國 
「中國當代藝術三⼗年-中國影像藝術]，⺠⽣現代美術館，上海，中國 
「筆墨終結之後：中國式⾵景」，本⾊美術館，蘇州，中國 
「上海藝術博覽會當代藝術展 2011，展位：M - 」，上海，中國 
「橫濱2011，國際當代藝術三年展」，橫濱，⽇本 
「⽔中撈⽉：中國新銳藝術家」，科恩畫廊，紐約，美國 
「PHotoEspana 」，⾺德⾥，西班⽛ 
「⾹港國際藝術展2011 展位：1H 」，⾹港國際會展中⼼，⾹港，中國 
 ⾹格納畫廊初夏群展，⾹格納畫廊主空間，上海，中國 
「故事來⾃於中國新電影」，移動影像博物館，紐約，美國 
「洛杉機電影論壇」，洛杉機，美國 
「新的實驗電影: 中國和⾹港」，JOR-DAN SHNITZER 美術館，尤⾦，美國 
「關於繪畫的⼗九個個展」，站台中國，北京，中國 
「⼀堆熱情」，⾹格納畫廊主空間，上海，中國 
「另⼀種講述」，視點空間，上海，中國 
「N分鐘影像藝術節」，上海，中國 

 
「⼀個接⼀個」，⾹格納畫廊群展， ⾹格納畫廊主空間，上海，中國  
「第七屆深圳國際⽔墨雙年展」，深圳，中國 
「游園」，當代藝術展，⽯屋洞公園，杭州，中國 



「第三⽅，三位⼀體之展」，站台中國當代藝術機構，北京，中國 
「中國電站:第四站」，Pinacoteca Agnelli，都靈，意⼤利 
「⽇以繼夜，或美術館可為之若⼲事」，外灘美術館，上海，中國 
「第七屆中國獨⽴影像年度展：藝術家影像新作展」，尚東當代藝術中⼼，南
京，中國 
「  Impark藝術節」，烏得勒⽀，荷蘭 
「亂花」，威尼托影像藝術檔案館，維羅那，意⼤利 
「2010⼤聲展，分享主義」，三⾥屯SOHO，北京，中國 
「⼯作坊，傳播的圖與轉譯的像」，伊⽐利亞當代藝術中⼼，北京，中國 
「調節器，2010第⼆屆今⽇⽂獻展」，今⽇美術館，北京，中國 
「愛知三年展2010」，都市的祭典，愛知藝術⽂化中⼼；名古屋市⽴美術館；
⻑者町會場，納屋橋會場，⽇本 
「你明⽩我說的嗎？」，佛⽻森畫廊，洛杉機，美國 
「⾹格納畫廊群展」，⾹格納畫廊主空間，上海，中國 
「⾹格納畫廊夏季群展」，⾹格納畫廊主空間，上海，中國 
「幕：中國影像藝術的三個時期」，UTS畫廊，悉尼，澳洲 
「中國當代藝術三⼗年」，⺠⽣現代美術館，上海，中國 
「從電影看：當代藝術的電影痕跡與⾃我建構」，何⾹凝美術館OCT 當代藝術
中⼼，深圳，中國 
「叢林:中國當代藝術⽣態管窺」，站台中國，北京，中國 
「英雄不再-第⼗屆轉媒體藝術節」，柏林，德國 
「第41屆巴塞爾藝術博覽會」，藝術博覽會，巴塞爾，瑞⼠ 
「第10屆轉譯媒體藝術節」，柏林，德國 
「冬季群展」，⾹格納北京，北京，中國 
「邁阿密巴塞爾藝術博覽會 09 | ⾹格納畫廊 H 展位」，藝術博覽會 邁阿
密，美國 

 
「第⼗三屆微波國際新媒體藝術節」，⾹港⽂物探知館，⾹港，中國 
「2009橫濱國際影像藝術節」，橫濱，⽇本 
「  Impakt 藝術節」，烏得勒⽀，荷蘭 
「重⽣，當多媒體藝術遇上⼈⺠電機廠」，⼋佰秀創意園區，上海，中國 
「未來事物的⾯貌」，140平⽅⽶畫廊，上海，中國 
「2009奧地利電⼦藝術節」，林茲，奧地利 
「敍事中國」，2009第四屆成都雙年展，現代藝術館，成都，中國 
「Shahzia Sikander和孫遜」，Smithsonian Museum Freer and Sackler 
Gallery，華盛頓，美國 
「變態」，⾹格納在淮海路796號，上海，中國 
「樹」 ，James Cohan畫廊，上海，中國 
「第40屆巴塞爾國際藝術博覽會」，藝術博覽會 巴塞爾，瑞⼠ 
「意派：世紀思維」，當代藝術展，今⽇美術館，北京，中國 
「Shanghai Kino-Shanghai Kino」，伯爾尼美術館，瑞⼠ 
「講述」，2009海峽兩岸當代藝術展，國⽴臺灣美術館，台北，台灣，中國 
「⿊板」，⾹格納H空間，上海，中國 
「這裡發⽣了什麼？」伊⽐利亞當代藝術中⼼影像檔案館開館展，伊⽐利亞當
代藝術中⼼，北京，中國 
⾹格納群展，⾹格納畫廊主空間，上海，中國 
「染紙傾懷﹣紙上作品展」，F 畫廊，北京，中國 
「另⼀個現場-藝術的計劃、概念與想法」，⾹格納H空間，上海，中國 
「藝術家影像周-孫遜-⾹格納影像資料庫」，⾹格納北京，北京，中國 
「紙上作品」，DF  畫廊，洛杉磯，美國 
「來⾃中國的新作品，繪畫，攝影和影像」，Fortune Cookie Project新加
坡；HT當代空間，新加坡 
「重⽣-當多媒體藝術遇上⼈⺠電機廠」，上海⼋佰秀創意園區，上海，中國 

 
「未來天空，中國當代⻘年藝術家提名展」，今⽇美術館，北京，中國 
「⼀次難忘的旅⾏」，國家美術館劇院，都靈，意⼤利 
「ARTissima-被遺忘的酒吧—展位17」，綠⾊⼤廳，都靈，意⼤利 
「⾹格納畫廊藝術家群展-⽯⻘ 孫遜 王友⾝ 趙半狄 朱加」，⾹格納北京，北京 
「多重現實」，F  畫廊，北京，中國 
「IN-BETWEEN-Asia Video Art Wee-kend」，森美術館，⽇本 



「慵懶發燒」，Galerie Des Galeries藝術展覽廳，巴黎，法國 
「四季新顏」，中國第三屆媒體藝術節，中國美術學院象⼭校區，杭州，中國 
「畫紙藏⿓」，紙上作品展，F 畫廊，北京，中國 
 ⾹格納畫廊群展，⾹格納畫廊，上海，中國 
「團隊不是⼀切-中國電影群展」，視頻與裝置藝術，泰恩河畔，紐卡斯爾，
英國 

 
「刷新：中國年⻘藝術家」，阿拉⾥奧，北京，中國 
「業餘⼈間」，站台中國，北京，中國 
「孫遜：藝術本來就沒有標準，12＋當代影像展影之實驗動畫」，上海當代藝
術館，上海，中國 
「刷新：中國年⻘藝術家」，證⼤現代美術館，上海，中國 
「中國發電站：第⼆站」，Astrup Fearnley現代美術館，斯陸，挪威 
「叫真」，當代藝術展，站台中國，北京，中國 

 
「禮物2，當代藝術展」，凡⼈樂墅，杭州，中國 
「沒事：當代藝術展」，胡慶餘堂中藥博物館，杭州，中國 
「第2屆上海多倫⻘年美術⼤展」，多倫現代美術館，上海，中國 
「第⼀屆邊界綫影像作品展」，北京，中國 
「38個個展」，⿓華路2577號創意⼤院，上海，中國 
「中國⼑鋒: 來⾃上海和北京的新興錄像藝術」，電影檔案館，紐約，美國 
「聚合影像流」，廣州，中國 
「⿈盒⼦．⻘浦：中國空間裡的當代藝術」，⻘浦區⼩西⾨，上海，中國 
「迷亂之城」，U空間，北京，中國 
「中國第3屆獨⽴影像年度展」，南京，中國 
「明天的⾵景」，多倫現代美術館，上海，中國 

 
「禮物1，當代藝術展」，杭州師範學院現代美術館，杭州，中國 
「寓．⾔：中國當代藝術展」，六合天寓地庫，杭州，中國 

 
「2004中國新媒體藝術節」，中國美術學院，杭州，中國 
「圈地影像展」，⽩塔嶺藝術空間，杭州，中國 
「眨眼錄像節」，北京，上海，⻑沙，杭州，中國 
「上海多倫⻘年美術⼤展」，多倫當代美術館，上海，中國 

 
「⽩塔嶺當代藝術展」，⽩塔嶺藝術空間，杭州，中國 
「格式化」， 31＃酒吧，杭州，中國 
「⽂字」，咖啡盒⼦，杭州，中國 
「少數服從多數」，⽐翼藝術中⼼，上海，中國 

 
「影⼦xxx藝術展」，欽州南路，上海，中國 

 
2018新千歲機場國際動畫電影節電影節，北海道，⽇本 
2018渥太華國際動畫電影節，渥太華，加拿⼤ 
2018北京國際短⽚聯展，UCCA尤倫斯當代藝術中⼼，北京 
第4屆MOVIE SCREEN PRO電影節，洛杉磯，美國 
2018⽠那華托國際電影節，⽠那華托，墨西哥 
2018安納西國際動畫電影節，安納西，法國 
第34屆漢堡國際短⽚電影節，漢堡，德國 

 
2017 台中國際動畫影展，台中，台灣，中國 

(影展)



57屆安納西國際動畫電影節，主賓國：中國：孫遜，魔術師與世界，安納西，
法國 
中國電影新聲@法蘭西實驗電影院，巴黎，法國 

 
第4屆ARKIPEL 國際記錄⽚&實驗電影節，雅加達，印度尼西亞 
第62屆奧伯豪森國際短⽚電影節 - 電影展映，奧伯豪森，德國 

 
2015⽠納華托國際電影節 ，⽠納華托，墨西哥 
第61屆奧伯豪森國際短⽚電影節，奧伯豪森，德國 
第18屆荷蘭動畫電影節，烏得勒⽀，荷蘭 
第37屆克萊蒙費朗國際短⽚電影節，克萊蒙費朗，法國 

 
第54屆安納西動畫電影節，安納西，法國 
第60屆奧伯豪森國際短⽚電影節，奧伯豪森，德國 
第17屆荷蘭動畫電影節，烏德勒⽀，荷蘭 
第43屆⿅特丹國際電影節，⿅特丹，荷蘭 

 
第8屆羅⾺國際電影節，羅⾺，意⼤利 
第13屆⾸爾國際新媒體電影節，⾸爾，韓國  

 Ikono 直播電影節，柏林，德國 
第30屆釜⼭國際短⽚電影節，釜⼭，韓國 
第26屆歐洲多媒體藝術節，奧斯納布呂克，德國  
慕尼⿊國際電影藝術節，慕尼⿊，德國 
第37屆⾹港國際電影節，⾹港，中國 
第32屆布魯塞爾動畫電影節，布魯塞爾，⽐利時 

 
第9屆Animateka 國際動畫電影節，盧⽐安納，斯洛⽂尼亞 
第6屆Big Cartoon Festival動畫電影節，莫斯科，俄羅斯 
2012 倫敦國際動畫電影節，倫敦，英國 
2012 關渡國際動畫節，台北，台灣，中國 
2012 ⽶蘭國際電影節，⽶蘭，意⼤利  
2012 西安國際動畫電影節，西安，中國 
第6屆⾸爾數碼電影節，⾸爾，韓國 
2012 ⽠納華托國際電影所，⽠納華托，墨西哥 
第58屆羅伯特．弗萊厄蒂電影研討會，科爾蓋特⼤學，咸美頓，美國 
第9屆VIS維也納國際獨⽴短⽚電影節，維也納，意⼤利 
第52屆安納西國際動畫電影節，安納西，法國 
第40屆薩格勒布國際動畫電影節，薩格勒布，克羅地亞 
第24屆德累斯頓國際短⽚電影節，德累斯頓，德國 

 CPH PIX 哥本哈根電影節，哥本哈根，丹⿆ 
第15屆荷蘭動畫電影節，烏德勒⽀，荷蘭 
第3屆AmerAsia 電影節，蒙特利爾，加拿⼤ 
第62屆柏林國際電影節，柏林，德國 

 
第30屆烏普薩拉國際短⽚電影節，烏普薩拉，瑞典 
第13屆威斯巴登國際動畫電影節，威斯巴登，德國 
第30屆溫哥華國際電影節，溫哥華，加拿⼤ 
第5屆⾸爾數碼電影節，⾸爾，韓國 
第17屆薩拉熱窩國際電影節，薩拉熱窩，波斯尼亞和⿊塞哥維那 
第35屆慕尼⿊國際短⽚電影節，慕尼⿊，德國 
第9屆Tabor國際電影節，薩波克，克羅地亞 

 METROPOLIS 藝術電影節，⾙魯特，黎巴嫩 
第25屆 IMAGE FORUM 電影節，東京 & 京都，⽇本 
第12屆全州國際電影節，全州，韓國 

 TIBURON 國際電影節，蒂伯⿓，美國 
第10屆羅⾺獨⽴電影節，羅⾺，意⼤利 



第33屆克萊蒙費朗國際短⽚電影節，克萊蒙費朗，法國 
第40屆⿅特丹國際電影節，⿅特丹，荷蘭 

 
第32屆南特三⼤洲電影節 南特，法國 
2010曼⾕世界電影節 曼⾕ 泰國 
第18屆ALTER- NATIVE 國際短⽚電影節，羅⾺尼亞 
第14屆荷蘭動畫電影節 烏德勒⽀，荷蘭 
第5屆 ANIM\'EST國際動畫電影節，布加勒斯特，羅⾺尼亞 
第18屆ContraVision電影節，柏林，德國 
第五屆北京獨⽴電影展，北京，中國 
第67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，威尼斯，意⼤利 
第8屆 FILM PALACE FEST 國際短⽚電影節，巴爾奇克，保加利亞 
第6屆代特莫爾德國際短⽚電影節，代特莫爾德，德國 
第7屆VIS維也納獨⽴國際短⽚電影節，維也納，奧地利 
第3屆利沃夫國際視覺藝術節 WIZ-ART，利沃夫，烏克蘭 
第11屆全州國際電影節，全州，韓國 
第56屆奧伯豪森國際短⽚電影節，奧伯豪森，德國 
第24屆 Image Forum 電影節 2010，東京、京都、福岡、名古屋、橫濱，⽇本 
第53屆舊⾦⼭國際電影節，舊⾦⼭，美國 

 CPH PIX哥本哈根電影節  哥本哈根，丹⿆ 
第4屆BilBolBul國際漫畫電影節，博洛尼亞，意⼤利 
第29屆Anima布魯塞爾動畫電影節，布魯塞爾，⽐利時 

 
 Up-and-Coming漢諾威國際電影節，漢諾威，德國 

第35屆巴塞隆拿國際電影節，巴塞隆拿，西班⽛ 
第11屆Osian’s-Cinefan國際電影節，新德⾥，印度 
羅⾺國際實驗電影及影像節，Nuovo Cinema Aquila，羅⾺，意⼤利 
第11屆威斯巴登國際動畫電影節，威斯巴登，德國 
第6屆Curtocircuito國際短⽚電影節，聖野聖地⽛哥，西班⽛ 
2009阿姆斯特丹國際電影節，阿姆斯特丹，荷蘭 
第4屆 Anim’est國際動畫電影節，布加勒斯特，羅⾺尼亞 
第14屆斯普利特電影節，斯普利特，克羅地亞 
第8屆Kansk國際電影節，莫斯科，俄羅斯 
第20屆聖保羅國際短⽚電影節，聖保羅，巴西 
第6屆CON-CAN電影節，東京，⽇本 
第7屆Salento Finibus Terrae國際短⽚電影節，阿普利亞區，意⼤利 
第7屆CinemadaMare國際電影節，羅⾺，意⼤利 
第5屆代特莫爾德國際短⽚電影節，代特莫爾德，德國 
第16屆斯圖加特國際短⽚電影節，斯圖加特，德國 

 AniFest國際動畫電影節，布拉格，捷克 
第55屆奧伯豪森國際短⽚電影節，奧伯豪森，德國 
第10屆全州國際電影節，全州，韓國 

 BeFilm地下電影節，紐約，美國 
第9屆SONAR國際短⽚電影節，佛羅倫斯，意⼤利 
第11屆Mecal國際短⽚電影節，巴塞隆拿，西班⽛ 
第31屆克萊蒙費朗國際短⽚電影節，克萊蒙費朗，法國 

 
2008巴西累西腓國際電影節，累西腓，巴西 
第13屆德⿊蘭國際短⽚電影節，德⿊蘭，伊朗 
第16屆ALTER-NATIVE羅⾺尼亞短⽚電影節，羅⾺尼亞 
第12屆荷蘭動畫電影節，烏得勒⽀，荷蘭 
2008影⼦-中國獨⽴電影節，龐⽐度藝術中⼼，巴黎，法國 
第5屆SEDICICORTO國際電影節，費利，意⼤利 
第4屆代特莫爾德國際短⽚電影節，代特莫爾德，德國 
Fresh國際短⽚電影節，倫敦，英國 
第16屆ContraVision國際電影節，柏林，德國 
第31屆挪威短⽚節，奧斯陸，挪威 
第24屆漢堡國際短⽚電影節，漢堡，德國 
第17屆柏林⻘年媒體電影節，柏林，德國 



2008 聖塔克魯茲電影節，聖塔克魯茲，美國 
第54屆奧伯豪森國際短⽚電影節，奧伯豪森，德國 
第9屆全州國際電影節，全州，韓國 

 
第25屆都靈電影節，都靈 意⼤利  
漢諾威國際⻘年電影節， 漢諾威 德國 
AURORA 電影節，諾威茨，英國  
第23屆柏林國際短⽚電影節，德國  
Shoot Me 短⽚節，海⽛，荷蘭  
第26屆烏普薩拉國際短⽚電影節，烏普薩拉，瑞典  
未來短⽚電影節，英國  
Mecal 國際短⽚節，巴塞羅那，西班⽛  
斯普利特短⽚節，克羅地亞 
EXiS -⾸爾實驗電影節，⾸爾，韓國  
Alucine Toronto Latin@Media Festi-val，多倫多，加拿⼤  
第53屆奧伯豪森國際短⽚電影節，奧伯豪森，德國 

 
Shadows 中國獨⽴電影節，巴黎，法國 

 
愛彼，N 展館，西岸藝術與設計博覽會2018，西岸藝術中⼼，上海，中國 
孫遜，Richard Koh 藝術，吉隆坡，⾺拉西亞 
孫遜：進⾏中，⾹格納新加坡，新加坡 

 
偷時間的⼈，e當代美術館，深圳，中國 
偷時間的⼈，孫遜作品，⾹格納，北京，中國 
孫遜紐約時代廣場藝術項⽬，孫遜3D⽊刻動畫「偷時間的⼈」⾹格納圖書館展
映，時代廣場，紐約，美國 
虛擬領域：藝術家的Tilt Brush體驗，巴塞爾藝術與⾕歌藝術⽂化，⾹港會議
展覽中⼼，⾹港，中國 

 
2016年愛彼藝術創作委託計劃藝術家，邁阿密海灘，美國 
第62屆奧伯豪森國際短⽚電影節 - 藝術家展覽項⽬，Verein für aktuelle 
Kunst，奧伯豪森，德國 

 
別有洞天：蝙蝠之旅，亞洲協會⾹港中⼼⿆禮賢夫⼈藝術館，⾹港，中國 
Expanded Animation: New Directions in Chinese Animation，波⼠頓，美
國 
錄像局|檔案34: 孫遜，錄像局，北京、廣州，中國 
版畫⼯作坊，⼤都會博物館中花園，美國 

 
紐約亞洲當代藝術周-實地會議，紐約，美國 
鯨邦實習共和國，孫遜的時效性國家正在徵召⼀百位公⺠ 

 
駐地·東亞·對話，東京，⽇本 
第13屆⾸爾新媒體電影節宣傳⽚及海報設計，⾸爾，韓國 

 
芝柏表Girard-Perregaux 孫遜限量系列 
鯨邦實習共和國，泰勒版畫院，新加坡 
第13屆全州國際電影節-韓國短⽚競賽單元評委，全州，韓國 
孫遜作品⼊圍第62屆柏林電影節同步展映活動，⾹格納北京，北京，中國 
新加坡藝博會-主義之外，⾺凌畫廊，新加坡 

(項⽬)



 
第五屆韓國⾸爾數碼電影節海報設計，⾸爾，韓國 
聚會，上海虹⼝三⾄喜來登酒店，上海，中國 
新領軍者年會2011，夏季達沃斯論壇，⼤連，中國 
⼤字: 孫遜、唐茂宏、張⿍的合作項⽬，⾹格納北京，北京，中國 

 
第14屆荷蘭動畫電影節海報設計，烏得勒⽀，荷蘭 
第14屆荷蘭動畫電影節藝術家居留項⽬，烏得勒⽀中央博物館＆烏得勒⽀視覺
藝術中⼼，烏得勒⽀，荷蘭 
上海當代藝術博覽會 2010 展位：DIS ，藝術博覽會，上海國際展覽中⼼，
上海，中國 

 
橫濱藝術家居留項⽬，ZAIM Gallery，橫濱，⽇本 
孫遜-從繪畫到動畫，Smithsonian Museum Freer and Sackler 畫廊，華盛
頓，美國 
Workshop，加州藝術學院，洛杉磯，美國 
當鋪，維他命/這個店，北京，中國 
孫遜：藝術家居留項⽬，⼤學畫廊，科爾切斯特校園，英國 
藝術沙⿓-孫遜與Bérénice Reynaud的對話，中美中⼼，紐約，美國 
Future Shorts Festival，倫敦，英國 
我的今⽇中國，海沃德美術館，倫敦；BREWHOUSE戲劇與藝術中⼼ 
(THEATRE & ARTS CENTRE)，陶頓；城市藝術中⼼，愛丁堡，英國 

 
東⽅電影節，倫敦 
東⽅電影節，⽜津 
THE YORKSHIRE WATERWAYS MU-SEUM，GOOLE 等，英國 

⽩兔美術館，新南威爾⼠，澳⼤利亞 
所羅⾨·R·古根海姆美術館，紐約，美國 
M+美術館，⾹港，中國 
亞洲協會，紐約，美國 
卡迪斯特藝術基⾦會，舊⾦⼭ 美國， 
⼤都會美術館，美國 
布魯克林美術館，美國 
邁克·雅各布斯收藏，美國 
伯明翰美術館，伯明翰，美國 
FRANKS SUSS收藏，英國 
漢莫爾美術館，洛杉磯，美國 
ASTRUP FEARNLEY美術館，奧斯陸，挪威 
DSL收藏，北京，中國 

(收藏)


